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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20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莫高股份 60054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晓宇 杨敏超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号兰州财富

中心23层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

号兰州财富中心23层 

电话 0931-8776219 0931-8776209 

电子信箱 552358496@qq.com 454461055@qq.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葡萄种植及葡萄酒生产、销售，生产基地位于甘肃武威，始建

于 1981 年。在甘肃武威建成了莫高庄园和莫高生态酒堡，在兰州建成集参观、展示、品鉴、旅游、

文化为一体的莫高国际酒庄，在北京、深圳、西安、兰州等地建成集展示、品鉴、消费、文化功能为

一体的莫高城市酒堡。 

（二）经营模式： 

公司葡萄酒产业按照“酿造葡萄种植——葡萄酒生产——销售的一体化庄园式”模式经营。 

1.种植模式：公司采取“单品区划，单品采摘，单品压榨，单品发酵”的种植模式，即单一品种

单一种植，以保证品种的纯度；单一品种单一采摘，以保证葡萄的纯度；单一品种单一压榨，以保证

原汁的纯度；单一品种单一发酵，以保证原酒的纯度。 

2.生产模式：公司坚持自主研发，按照“生产一代，研究一代，构思一代”模式形成独特产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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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现已开发出干红、干白、冰酒、白兰地等七大系列 200多个产品，通过了“中国绿色食品认证”

认证。 

3.销售模式：公司采取直销和经销的销售模式，实施全国化战略，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销售

管理模式形成了“543”市场组织管理架构。 

（三）行业情况： 

一是行业仍处于调整期，市场竞争激烈。报告期，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进口葡萄酒冲击，葡萄

酒行业仍处于调整期；再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葡萄酒消费场景减少，市场低迷，竞争激烈。 

二是消费者结构发生转变，消费趋向成熟理性。规模性消费、传统消费结构发生转变，大众消费

和新兴消费群体不断壮大，消费观念趋于理性，葡萄酒市场的利润率近一步缩减，高性价比产品的市

场比例增大。 

三是营销模式多样化，葡萄酒线上销售快速发展。互联网经济突破了传统经济范畴，互联网带来

的体验、专属、定制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定制化、预售化、零库存化等模式构筑起了新的营销体

系。庞大的网民规模、成熟的网购体验、高效的物流配送机制、价格透明度高、选择空间大等优势让

葡萄酒网络销售迅猛发展。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357,950,223.38 1,334,075,231.63 1.79 1,288,065,713.77 

营业收入 133,039,355.94 177,268,383.93 -24.95 231,083,125.02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

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

的营业收入 

125,430,856.44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9,604.66 27,427,427.95 -93.22 27,246,38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48,072.60 19,071,992.29 -120.70 21,656,10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72,334,953.84 1,178,824,469.18 -0.55 1,151,680,512.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46,817.68 10,970,172.66 -245.37 10,280,594.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9 -88.89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9 -88.89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 2.35 
减少2.19个百分

点 
2.3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7,314,913.01 19,004,494.78 37,473,858.49 59,246,08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41,650.73 -2,130,922.03 2,525,341.49 8,706,83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7,502,465.38 -3,738,322.87 -2,834,984.79 10,127,700.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45,134.43 18,532,423.12 5,302,994.70 -16,937,101.07 

 

注 1、随疫情的稳定，公司经营逐渐得以恢复，四季度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4.06%。 

注 2、公司降解材料原材料增加、葡萄酒销售对客户的信用账期延长，导致公司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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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2298.66万元。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6,9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2,31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45,819,636 14.27 0 无 0 国有法人 

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0 42,729,215 13.31 0 无 0 国有法人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0 19,687,266 6.13 0 无 0 国有法人 

永新华韵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3,183,000 6,367,077 1.9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信证券－甘肃兴陇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兴陇 1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273,400 3,273,400 1.02 0 无 0 其他 

北京刚乾腾旭投资有限公司 -9,800,000 3,174,849 0.9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金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431,700 2,431,700 0.7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虞晓红 8,900 2,027,175 0.6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费国英 112,100 1,759,400 0.5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汪子胜 1,376,700 1,376,700 0.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中信证券－甘肃兴陇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中信证券兴陇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是一致行动人，上述四家与

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是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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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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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抓好葡萄酒市场销售。（1）转变营销思路，创新营销模式，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尽全力降

低疫情影响。（2）加大线上销售力度。抓住销售节点，线上促销，提升销量。（3）拓展线下重点市场。

巩固和维护现有经销商，加大招商力度，增加新经销商。精耕细做省内市场，不断延伸市场网络，拓

宽销售渠道。持续开拓省外市场，加大市场建设力度，细密销售渠道。（4）继续开展“游莫高庄园，

品莫高美酒”活动，传播葡萄酒文化，培育消费市场，拉动市场销售。 

2.优化葡萄酒产品结构。（1）继续打造特色大单品、核心产品黑比诺，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2）

开发专项订制产品，引进新零售业态。（3）开发区域市场订制产品，以市场为导向，开发莫高橡木桶

窖藏 6 年黑比诺干红、莫高古堡窖藏黑比诺干红等订制产品，满足不同区域市场需求，拉动区域市场

销售。 

3.持续提升品牌形象。（1）品牌价值持续提升。2020 年莫高品牌价值升至 203.66 亿元，连续八

年位列全国葡萄酒行业第三。莫高黑比诺独立品牌价值升至 146.32 亿元，荣获“全球十大葡萄酒品

牌”。（2）充分利用北京、深圳、西安、兰州莫高城市酒堡展示展览、品鉴品评等功能，提升品牌形

象，促进市场销售。（3）运用新媒体提升品牌形象，在移动终端媒体推送产品新闻和宣传片，在莫高

微信公众号、莫高商城推送品牌、产品促销等信息，提升品牌、促进销售。 

4.抓好环保产业生产研发销售。（1）抓好市场销售订单，尽全力降低疫情影响。（2）建立标准化

生产体系，原料采购、生产管理等建立了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制度体系，制定淀粉基塑料片材和

生物基材料企业标准，生产基本步入正轨。（3）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开发出淀粉基注塑专用粒料（黑

色）和碳酸钙基彩色粒料、淀粉基吸塑母粒、薄型片材等 6 类产品，取得各类产品认证共 6 类。 

5.抓好新建生物降解聚酯新材料项目。报告期，公司抓好年产 2 万吨生物降解聚酯新材料项目建

设，该项目总预算 16,686.8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5570.80万元，报告期完成工程建设 8142.90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累计完成该项目工程建设9077.12万元、完成技术、土地、其他费用等投入4362.43

万元（含正在实施尚未移交、未形成资产的其他费用投入），合计该项目累计总投入 13439.55万元，

工程进度 80.54%。报告期，该项目进行了投料试产。截至年报披露日，项目仍在试产及设备调试，

尚未正式投产运营。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 2020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孙、子公司共 13户，详见本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

司本年度合并范围与上期相比未发生变化。 


